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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春节疫情寒 立春复工人心暖               庚子春节疫情寒 立春复工人心暖 
                                                            —— 记立春日董事长关怀慰问一线员工—— 记立春日董事长关怀慰问一线员工

  2020 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举
国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抵抗
疫情。公司按照政府指令延期复
工，为保障某部队国防物资急需
及枢纽机场防疫物资顺利转运，
经过镇、区、市级政府逐级批准，
部分员工复工生产。

 保障员工安全健康是复工的前

心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员工们。刚
下车没有走进车间就迫切的询问
员工的健康安全、防护劳保和就
餐饮食等等是否到位，员工们深
深的感受到董事长的浓浓关爱！
董事长依次来到机械装配工位、
液压装配工位和电气装配工位，
同每一位员工亲切交谈：问候员
工的身体状况、居住状况、父母
亲身体状况及春节流动状况，给
员工及家人拜年祝福！叮嘱员工
无论上班工作还是下班回家对病
毒的防护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不
可忽视，要从自身做起，做好防疫。
董事长语重心长的告诉电装班长
董崇华：咱们保护好自己、保护
好家人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就是
不给国家添麻烦！亲切的几句家

常话，一位企业家的国家情怀和
对员工的殷殷关爱之情温暖了现
场的每一位员工。

 尊敬的董事长，我们的长者，
在疫情期间放弃个人的休息时间，
不顾及自身的安危，心怀大家、
心系员工，面对面的了解关心员
工的生活、家庭和工作，让我们
心生敬畏！液压班长于学艺感叹：
董事长时时刻刻挂念大家，让咱
们倍感温暖，真不容易！大家聆
听董事长的教诲、关爱，干劲十
足！纷纷表态：在董事长、总经
理的带领下我们一定攻坚克难，
打好防疫战，以客户价值为导向，
完成任务、不找借口！

                  （生产二厂 宫焕）

提，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高度重
视员工安全健康，第一时间成立
集团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各级领
导、组员编制指定《防疫规范》、
《防疫应急预案》，并为复工员
工配备口罩、84 消毒液、防护镜、
手套及 75% 酒精等防疫用品及消
毒用品，制定了详细的防范措施
和追溯记录。入厂体温检测、实
名登记，工作区域每天消毒两次、
记录备案，人员工作间距超过一
米，员工一次性盒饭分散就餐、
定点回收、集中处理。员工感受
到公司的关爱，大家有信心有能
力在打好防疫战的前提下，保质
保量的把工作完成，满足客户的
需求。

 2 月 4 日董事长亲临现场，关

 防疫抗疫  驰援武汉    威海广泰  硬核出击！ 防疫抗疫  驰援武汉    威海广泰  硬核出击！

  2020 年春节前夕，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在湖北武汉集中爆发。

 武汉封城，湖北告急！
 疫情的变化时刻牵动着每一个

中国人的心。
 作为中国空港地面设备的领跑

者、应急救援装备的重要参与者，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海广泰”）始终将民
族企业的责任和担当放在企业发
展的首要位置。

 国有难，必身先！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

 防疫抗疫，驰援武汉！
 威海广泰，硬核出击！
 面对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 , 威

海广泰火速寻购 3.5 万副医用手

 为保证两台移动方舱医疗车以
最快的速度投入战“疫”，此次威海
广泰共派出了五人团队，保证停
人不停车，目前已抵达武汉。随
车技术人员在第一时间对使用人
员进行培训指导，并在第一时间
全力配合开展相关工作，确保车
辆的正常工作。

 为众人抱薪者 , 不可使其冻毙
于风雪。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质
朴情怀，也是威海广泰这样民族
企业的底色，除了捐资赠物，威
海广泰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强
防疫工作。

 1 月 23 日紧急成立以高管为主
要责任人的防疫工作组，统筹安
排公司防疫工作。延长全体员工
假期，鼓励员工在家办公，保障
员工身体健康安全。对必须复工
的生产人员做好保护工作，每日
做好公司及各厂区的消毒防护。

 2 月 4 日一早，威海广泰董事
长李光太亲自前往公司各复工厂
区，代表公司向复工人员表达了
慰问和关心，叮嘱员工，无论在
岗或者在家都要将个人防护放在
首位，保护好自己。同时鼓舞大
家要有信心，相信政府和公司的
领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
能够战胜疫情，渡过困难。

 重疫之下，中国企业正在经历
至暗时刻。影视业如此，餐饮业
如此，制造业同样如此，威海广
泰身处其中亦不能幸免。然而，

身处这一时代，那我们的面貌就
是时代的面貌，那我们的选择就
是时代的选择。坚守、改变都是
我们的事儿。

 相信，众志成城，必能共渡时
艰。

            （国内市场部 岳鹤涛）

套，连同 30 万元现金一并捐赠于
威海市环翠区慈善总会，用于疫
情防控工作。

 与此同时，为了更直接的支援
疫情抗击一线的医疗救治工作。
威海广泰决定向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 捐 赠 最 新 研 发 的 疫 情 阻 断 单
元——大型“发热巡诊车”和“留置
观察车”拓展方舱式移动医疗车各
一台，总价值 350 万元，为疫区的
移动医疗提供最大助力。

 时间紧，任务重 , 在此时刻广
泰人发挥了勇于担当，敢于奉献
的企业精神 , 整体筹备、紧急调货、
加班生产、高效测试。在短短的
一周时间，就完成了两台方舱医
疗车的交付任务。“若有战，召必回，
战必胜！”是每一位广泰人向自己
立下的军令状。 疫情面前，医护
工作者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能
做的就是让这道防线更加坚固！

 威海广泰总经理李文轩在车辆
交付时说到：“此次捐赠的发热巡
诊车和留置观察车在运输功能的
基础上，配有专业的医疗设备，
内置 DR 系统，即直接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车辆具有高机动
性、高安全性、高效率性，可以
实现社区巡诊、留置观察的特点，
在突发情况下可以配合医护人员
现场展开诊疗活动，为患者“早发现、
早隔离、早治疗”争取时间，能够
有效避免群众集中到医院就诊产
生的交叉感染隐患。”

  以十大坚持为纲 以客户价值为导向以十大坚持为纲 以客户价值为导向
  走精品道路 提质增效 创名牌产品  走精品道路 提质增效 创名牌产品
                  ——广泰集团召开 2019 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广泰集团召开 2019 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集团董事长李光太讲话）                 （集团副董事长郭少平讲话）                （集团总经理李文轩作工作报告）                （集团副总经理罗丰主持会议）

                （全华时代总经理刘长远作报告）            （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徐晖作报告）                （集团突出贡献奖代表合影）                （集团董事长特别奖代表合影）

      2020 年 1 月 11 日，广泰集团
2019 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在
研发大楼三楼会议厅隆重召开，集
团董事长李光太、副董事长郭少平、
总经理李文轩及广泰集团各中心、
各事业部干部员工代表、集团获表
彰员工 600 余人参会。广泰集团生
产一厂、生产二厂、广泰特车、科
技开发、中卓时代、山鹰报警、全
华时代全体员工通过分会场视频同
步收看集团大会直播。
      2019 年是伟大祖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广泰集团五年战略规划的
关键年，集团全体干部员工充分发
扬企业精神，攻坚克难，执着追求，
在以董事长为核心的集团董事会领
导下，以“十大坚持”为指导思想，
以“全面提升经济运营质量”为目标，
紧密围绕“变革、效率、质量、创新、
安全、环保”的经营方针，各主要
业务板块任务完成情况良好，主要
经济指标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集
团发展再创辉煌。本次大会是广泰
集团总结 2019 年经验、继往开来
的交流会，也是表彰先进、学习典
型的盛典。
      本次大会由集团党委书记、副
总经理罗丰主持。首先集团总经理
李文轩向全体员工作题为“以十大
坚持为纲，走精品道路，提质增效，
创名牌产品”的广泰集团 2019 年度
工作报告。
      报告分为“回首 2019”和“展望
2020”两大部分，主要介绍过去的
一年中，集团各主营业务板块经济

经理刘长远专题分享了全华时代
提质增效典型经验，从无人机市
场现状和全华时代具体提质增效
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以“飞鸢”
无人机为例，从装配优化，工艺
提升，管理改善等多方面详细讲
解了具体措施，为集团开展提质
增效做了表率。
     随后，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
理徐晖作题为《广泰在海外》的
专题分享报告，并以广泰在国际
上的两大拳头产品——平台车和
牵引车为例，讲述了公司产品在
国际市场中良好的地位和声誉，
以及公司海外售后服务员工在国
际市场中树立起的广泰好形象，
明确指出广泰在国际各大老牌空
港设备供应商的传统优势包围下，
完全有能力并已经在国际上已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后起之秀。
报告令全体干部员工为民族制造
业顿生一股自豪之情！
     颁奖仪式结束后，集团副董事
长郭少平发表讲话。他指出，集
团 2020 年的销售目标，各事业部
要信心满满，将这一目标落实在
实践中，要千方百计突破发展瓶
颈，并以中卓时代从之前从发展
瓶颈期到突破创新转型为例，详
细阐释了企业应该如何通过变革，
扩大发展方向拓展至战勤保障类
大市场；如何通过创新改进技术、
改进工艺、培养核心技术等措施，
主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将“技术
创新”扩大为营销、管理等多方面

创新，同时表达了消防装备板块
新一年里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
       随后，李光太董事长作题为《新
时代广泰当如何发展》的重要讲
话。讲话中李光太董事长阐释了
什么是“新时代”并提出对于传统
制造业来讲，智能制造已是大势
所趋。董事长站在集团发展战略
高度，明确指出目前集团各产业
版块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新时
代背景下，各板块 2020 年的努力
方向。最后，董事长勉励集团全
体干部员工，2020 年集团将面临
较好的发展形势，但困难和挑战
也在所难免，各产业板块要打破
板块限制，将通力协作和“共享、
共融、共担”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形
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集合集团
之力克服困难，再创辉煌。
       随着春节临近，大会上集团全
体员工通过 VCR 表达了每位广泰
人对广泰集团的新春祝福，最后，
大会在嘹亮的《广泰之歌》歌声
中圆满闭幕。
      2020 年是集团五年战略的关键
之年，也必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的一年。集团全体干部员工将继
续坚守初心，携手拼搏，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以本次大会精神为指
引，将集团新的经营方针根植于
思想上，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
业绩上，持续为客户提供更加优
质的产品与服务，共同续写广泰
集团新辉煌！                    
                  （行政管理中心 赵雅群）

指标情况及集团在集团管理、市
场营销、技术研发、品牌建设、
四化建设、文化荣誉等方面取得
的可喜成绩，同时，总经理也明
确指出集团在过去一年中遇到的
困难及工作不足。总结过往的成
绩和不足，客观分析了 2020 年集
团面临的新形势，为集团发展提
出新目标，他提出 2020 年在国家
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广泰
要顺势而为，要以集团年度经营
方针为指导，实现集团公司高质
量稳步发展，集团公司 2020 年要
实现新跨越，提前达成五年战略
目标，实现销售收入新突破！
     集团总经理激情澎湃的工作报
告令全体员工备受鼓舞，在 2019
年集团实现大发展的背后，凝聚
了全体广泰人不懈的努力和辛勤
的汗水。在这总结与收获的时刻，
大会以隆重的颁奖典礼表彰 2019
年度在集团各岗位上涌现出的众
多辛勤付出、踏实践行广泰文化
的优秀团队和先进个人。受表彰
对象依次登台领奖，并向集团全
体员工分享自己过去一年中的先
进工作经验。
      集团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勉
励他们珍惜荣誉、再创佳绩，并
号召集团全体员工以他们为榜样，
扎实工作、锐意进取，继续秉承
和发扬广泰优秀的企业文化，为
集团又好又快发展再立新功，为
实现“广泰梦”不懈努力！
      颁奖典礼环节中，全华时代总


